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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综合报道

“真开心能回到学校读书啊！”11
岁的拉哈是昭觉县三岔河乡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今年秋季新学期开

学，他开心地来学校报到，参加了“开

学第一课”的学习。此前，因为家中

的五个弟弟妹妹需要照看，父母让他

辍学在家，帮忙照顾弟妹。

“通过精准摸排，我们在第一时

间得知拉哈辍学在家的状况，劝返工

作随即展开。”三岔河乡中心学校校

长首惹拉格说，现在，让每一个辍学

的孩子回到学校，是凉山州对校长目

标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昭觉县位于大凉山腹地，教育基

础设施落后、少数民族占比超过

98%，是典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昭觉县三河村，对彝族乡亲们说：

“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事关千

家万户，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必

须跟上，一定要办好乡村学校，这是

基础的基础。”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昭觉县牢记

总书记嘱托，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义务

教育阶段“不失学、不辍学”作为教育

脱贫的头等大事，打出摸清家底、建

立台账、健全机制、加大宣传等“组合

拳”，形成“控辍保学”合力，许许多多

像拉哈一样的辍学学生重新回到课

堂。

控辍有措施，责任促干劲

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昭觉县存

在部分学籍、户籍不一致，有人无户，

有户无人等情况，给控辍保学工作开

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确保“不漏一户、不错一人、

一个不少”，昭觉县首先对7-15周岁

人员开展地毯式排查，精准比对，摸

清底数，建立台账，及时核清每一个

学生去向，做好跟踪和建档工作，精

准锁定失学辍学人员，彻底做到家底

清楚、准确。

“我想读书、想考大学！”14 岁的

沙美是昭觉县民族中学的一名学

生。过去因家庭贫困，她小学毕业后

就随哥哥去新疆采棉花。

控辍保学的大力开展成了沙美

人生的转折点。2018 年 12 月，大凉

山寒风刺骨，昭觉民族中学团委副书

记贾巴云杂根据摸排的情况，到三岔

河乡开展沙美的劝返工作。“女娃读

这么多书干嘛，还不是要嫁人的！”沙

美母亲不客气地对贾巴云杂说。

然而，贾巴云杂没有放弃。她多

次进村，给沙美母亲普及法律、讲政

策、做工作，让她认识到“不送孩子接

受义务教育是违法的”。在贾巴云

杂、驻村帮扶队员和乡政府的不断努

力下，沙美的父母慢慢转变了思想，

沙美终于重返校园。

经过学校、乡政府、驻村帮扶队

员的不断开展入户劝返以及与家长

的有效沟通和积极宣传，她的父母慢

慢转变了思想，终于沙美在次年 9月

重返校园，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学业会

中断了。

昭觉县不仅开展家长、校长、乡

镇长、县长等“七长”负责制和“双线

八包”责任制控辍保学，还成立督察

组进行常态化巡视，力求及早发现控

辍保学工作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昭觉县第七督察组在常态化巡

视中发现，库依乡哈且村村民吉古比

者不愿意让失学在家的两个儿子返

校读书，乡村两级领导多次劝说无

果，对其进行深层次教育无效后，与

乡党政取得联系，通知政法部门采取

法律程序，最后在法律的震慑下，两

个孩子终于重返校园。

“在学校联合当地政府采取敦

促、动员、批评等方式，未取得明显效

果后，我们将诉诸法律，以法律的强

大威慑力推进控辍保学工作。”第七

督察组主任阿苏伍来对记者说。

近年来，昭觉县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实行定期家访制，将政府、社

区、学校和家庭的控辍保学责任逐一

分解落实到位，扎实有效地开展劝返

复学工作。辍学存量得到化解、增量

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昭觉县通过户

籍、学籍、“六有”系统比对，全面核清

失辍学学生，化解率、销号率均达到

100%。

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两年来，我们积极争取资金，在

全村规划建设4处幼教点，90余名儿

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与城镇幼儿园

一样的设施和师资。”西南石油大学

派驻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说，经过两

年多努力，看到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他觉得付出很

值。

三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洛古有

伍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其养

羊事业越做越大，到 2019年底，养殖

规模近 200只，洛古有伍一跃成为三

河村第一养羊大户。

“以前，我觉得让孩子认得几个

字就好了。现在，我希望他们都能上

好学、读好书。”家庭经济条件的改

善，让洛古有伍对孩子的教育有了更

高的要求与期待。

在李凯看来，通过产业扶贫，一

大批彝族群众钱袋子鼓起来了，于是

更有信心和底气为孩子谋划更加美

好的未来。

避免因贫失学、辍学是昭觉县

委、县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昭觉县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让学生在校比

在家吃得好、住得好，大力实施“全面

改薄”、十年行动计划、教育扶贫提升

工程等项目，确保乡乡有标准化学

校。

昭觉县还结合地方实际探索推

行“1 年学前教育+9 年义务教育”模

式和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性资助

全覆盖、社会性资助重点倾斜”的资

助模式初步建立。按照“一家一案，

一生一案”制订扶贫方案，该县积极

统筹各类扶贫、惠民政策，确保孩子

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2016 年以来，昭觉县全面推进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2016-2020 年期间，已建设完工 112
所学校、190 项教育项目，开工在建

80所学校、171项项目。全县学校基

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硬件建设的持

续加强，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抓实

抓早“控辍保学”工作奠定了物质基

础。

“目前，昭觉县已没有因家庭贫

困、因教学条件落后而失学辍学的学

生。”昭觉县教育体育科技局局长勒

勒曲尔说，辍学率的下降与本县贫困

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办学条件的改

善、十五年免费教育推行和政策性资

助的全覆盖密不可分。

让学生的心“扎”在学校

2018 秋季开学后，昭觉县宜牧

地乡中心校负责人核查辍学人员时

发现，原就读于该校的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尔古，辍学到广州电子厂务工。

为了让尔古重返校园，乡政府和学校

下了不少功夫。然而，被劝返回来的

尔古因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心理状

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刚返校时还很抗

拒。

针对劝返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

宜牧地乡中心校教师与学生建立“一

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帮助学生克服

心理问题。

“不仅是在宜牧地乡中心校，被

劝返的学生或多或少存在程度不一

的心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学

生返校后极易把社会上一些不好的

行为习惯带到学校。”勒勒曲尔说。

为此，昭觉县针对学生返校后出

现的心理问题，探索组建班主任、科

任教师、心理咨询教师为成员的帮扶

小组，结对劝返学生。同时，该县还

邀请有类似辍学经历的高年级学生，

前来引导帮扶低年级的学生，帮助他

们打开心扉，感受学校大家庭的温

暖。

“劝返回校的木各经常在课堂上

恍惚走神。”木各的英语老师高维荣

注意到，自返校后，木各一直无心学

习，性格也有些孤僻。于是，高维荣

特别安排学习委员坐在木各旁边，帮

助他的学业。同时，高维荣也一直与

木各交流谈心，关心他的家庭状况。

在高维荣的帮助下，木各放下了

心理负担，全心思扑在学习上。今

年，木各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了昭

觉中学，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活。

在昭觉县教育系统，有着一大批

老师像高维荣一样，他们用实际行动

给予学生关爱，用真心换真心，用爱

留住了学生。

不仅要“劝得回”，更要“留得住”

“学得好”，昭觉县教体科局在充分摸

底的基础上，了解到对学习缺乏兴

趣、成绩不理想等因素导致的厌学，

已成为学生辍学的主因，也成为当前

控辍保学的难点。

针对出现的问题，昭觉县各校广

泛开展“关爱学生、因材施教、结对帮

扶、心理疏导”的精准施教方案，满足

学生需求，让学生把心真正“扎”在校

园里。

为确保教育公平之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昭觉县还针对性地解决残

疾儿童入学问题，对没有入学的，该

县要求根据残疾类型和程度，合理安

置其接受教育、为其建立学籍。

今年 13岁的拉马小花（化名）患

有重度智力障碍，无法正常到校上

学。2018 年，谷曲乡中心校在控辍

保学排查中发现了她，经过动员之

后，发现她确实不能随班就读。便选

派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贾斯伍来

送教上门，帮助拉马小花接受教育。

为了让像拉马小花这样的特殊

孩子也能享受义务教育，昭觉县全力

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在县城城北教育

园区规划建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待该学校竣工后，预计能招收 100名

学生，更加有效保障特殊贫困家庭孩

子的受教育权。

让每个适龄孩子都接受义务教

育，事关千家万户。近年来，昭觉县

瞄准控辍保学这块“硬骨头”，通过责

任控辍、扶贫控辍、关爱控辍等多种

举措，始终把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

工作，作为当前教育扶贫工作的重中

之重来抓，确保适龄学生完成义务阶

段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休刊启事 本报10月1日起休刊，13日恢复出报。

昭觉县谷曲乡中心校教师为学生辅导功课 董志文摄

上学，“一个都不能少”
——凉山州昭觉县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纪实

■ 本报记者 董志文 葛仁鑫 鲁磊


